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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警方发布2020年便民利民10项措施

省内户口迁移
“一站式”办理

本报讯（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）昨日，河南省公安厅举行新闻发布
会，发布 2020 年便民利民 10 项措施，包含户籍、出入境、交通管理、口岸
签证、行政审批、行政许可、优化营商环境、
“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”等多个
方面，既涉及群众切身利益，也涉及企业营商环境，有力回应了人民群众
的新期待、新要求。

措施

1 省内户口迁移“一站式”办理

户口迁移“一站式”办理
后，户口迁移手续全部通过
公安机关内部网上流转，不
再给群众开具纸质版的户口
准迁证和户口迁移证。符合

措施

迁移条件的群众可以凭相关
申请材料在迁入地派出所一
地办理完户口迁入和迁出手
续，大大节约了群众的时间
和资金成本。

2 推行出入境“周末办证”服务

将在全省延长设区市公
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服务时
间，在原有“周六办证”的基
础上，开辟“周末办证”窗口，
并将“周六办证”服务进一步
延伸至县级公安出入境管理
部门，为有紧急特殊需求的
群众提供办证服务。同时，
省厅出入境制证中心周末加

班制证，满足群众办证出行。
紧急办证事项：申请人
因奔丧、治疗重症、探望危重
病人、处理境外突发事件、出
境参加紧急会议和谈判、签
订合同及出国留学报到时间
临近、行前证件遗失损毁、前
往国入境许可或者签证有效
期即将届满等紧急事由。

3 部分交通违法、事故网上处理

措施

非现场交通违法需要复
核 的 ，可 利 用 河 南 警 民 通
APP 手机软件提交申请、查
看复核结果；开通互联网交
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、
交管 12123APP 的支付宝和

措施

微信缴纳交通违法罚款功
能；推行道路交通事故远程
调解，对适用一般程序处理
的道路交通事故，可通过建
立微信群的方式，依法定程
序进行远程调解。

4涉外高层次人才签证更便利

一是建立重点涉外企
业精准服务清单。围绕中
部地区崛起、黄河流域生态
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
略，河南自贸区、郑州航空
港等重点发展规划，积极对
接相关部门，实地走访调研，
梳理重点涉外企业精准服务
清单，
“ 一对一”开展对接服
务。二是全天候提供服务。

公布对外服务热线，7×24 小
时接受电话咨询、
预约受理，
提前进行相关信息的审核。
三是简化材料，多途径接受
申请。进一步简化企事业
单位的证明材料，采取电
子邮件或邮寄提交申请等
方式，
为外国人申请人才、
工作、商务等口岸签证提
供最大限度便利服务。

5 10 项行政许可审批下放

措施

将武装押运保安服务公
司 设 立 许 可 ，弩 的 制 造 、销
售、进口、运输、使用审批等

10 项行政许可、行政审
批事项，委托下放各省
辖市公安局负责实施。

措施

缩保安服务
6 压和特种行业等
4

项审批、服务时限
措施

7 降往 低来 民港 营澳 企商 业务

备案单位一二级信用等
级评定标准
看守所设置律师

措施 8 专用停车位

看守所在便民服务大厅公开律师会见
指南（须知）等服务信息，
设置律师专用停车
位，
实行网络预约会见和延时会见服务。

营造良好
9
措施
营商环境
省、
市、
县公安机关分别设立经济犯
罪举报中心，
24 小时受理群众举报、
投诉
和报案；
在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较集中
的园区设立警务室或警企联系点；
保障民
营企业的合法生产经营，
依法慎重使用查
封、
扣押、
冻结等限制财产权强制性措施。

居住证申报
10
措施
将网上办理
加强“互联网+公安政务服务”平台
建设，建成河南省公安厅“互联网”便民
服务平台三期工程，在进一步提升原有
289 项便民服务实效的基础上，再推出
居住证申报等 14 项网上办理业务。

■相关链接

加大
“放管服”改革力度
6 年推出 60 项惠民举措
2015 年以来，省公安厅加大“放管服”改革
力度，按照“只进一扇门”
“ 最多跑一次”
“ 一网
通办”的总体要求，推出 6 批共 60 项惠民举措，
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难题，提升了
河南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

市场监管部门助力复工复产

登记注册业务
网上办理率达 93%
本报讯（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）
昨日下午，省政府新闻办召开“河南省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”
第四十一场新
闻发布会，
3 月 24 日 0 时—24 时，
我省无
新增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。
在维护防控成果的基础上，
要逐步将工
作重点转向经济社会发展。省市场监管
局相关负责人就加强市场监管支持复工
复产涉及的证照办理、
食材监管、
疫情防
护物资生产审批等问题进行了解答。

办理个体工商户
登记业务 18958 件
全面推行
“网上办、
掌上办、
邮寄办、
预约办”
的
“四个办”
服务，
扩大电子营业
执照应用覆盖面，对于确需现场办理的
特殊业务，
在做好防控的前提下，
实现预
约办理。
针对防疫物资生产、居民生活用品
供应、物流等与疫情相关企业，特事特
办，
“一对一”
服务，
即时办结。
专项政策措施扶持全省个体工商
户复工复产，共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业
务 18958 件。
疫情防控以来，全省办理各类登记
注 册 业 务 65838 件 ，网 上 办 理 率 达
93%，
居全国前列。

全省已复工
餐饮单位近 13 万家

2 月 15 日开始，省市场监管局开展
疫情防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培训。据
统计，全省共有 25 万余人次参加“线上
直播”
教学。
督促餐饮单位复工前开展自查自
纠，及时清理变质、超过保质期及其他
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及原料，进
行无害化处理；严禁餐饮单位以任何形
式经营、加工、使用变质、超过保质期、
霉变生虫的食品或“三无”
食品。
组织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按要求对
米面油、肉蛋奶、蔬菜水果和鲜活水产
品等重点食品开展监督抽检。
截至 3 月 24 日，全省复工餐饮单位
数 129744 家，多数省辖市、省直管县
（市）已开放餐饮企业堂食服务。

医用防护服、口罩
日产量提升 7.8 倍、1.8 倍
疫情发生以来，省药监局创新审批
机制，第一时间开设应急审批绿色通
道，对医用口罩、医用防护服等许可申
请实行提前介入、即时受理、即时检查、
联合审批。
截至目前，已依法审批增加医用防
护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33 家，核发疫
情防控用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86 个，
恢复产品注册证 7 个，批准 41 个产品增
加规格型号，快速办理 10 个品种的防
治新冠肺炎的中药制剂备案事项。
我省药品生产企业已复工复产 263
家，
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已经复工复产550
家，
药械生产企业整体复工复产比例达到
81%；
医用防护服、
医用口罩日产量分别
是疫情发生初期的 7.8 倍和
1.8 倍。

